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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疫情的報導和討論 
看社會價值的轉型

●林　猛

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 

新冠肺炎）疫情剛剛成為全國熱點的 

1月下旬，一篇題為〈真正的新聞正

在死去，更可怕的是無人在意〉的舊

文章再度在微信流傳，作者陳季冰在

其中寫道，傳統媒體的衰敗、自媒體

的碎片化以及公眾的漫不經心，使得

真正重要的、事關重大公共利益的新

聞報導愈來愈難以生產，真正的新聞

正在死去。

過去幾年發生的一切佐證了這位

作者的判斷，而政府日益嚴格的管控

對媒體來說則更是雪上加霜；對我們

來說，似乎已經很難想像會有那麼一

天，媒體的嚴肅報導和高度關注的公

眾之間形成一種正向的反饋，從而重

塑人們對新聞業、對負責任的公眾的

信心。

然而，就在該文重新流行的這段

日子，事情似乎有了驟然的改變。從

1月中下旬開始，由武漢發端的新冠

肺炎疫情在近幾個月以來，幾乎獨佔

了民眾的注意力——即使是籃球巨

星拜仁（Kobe Bryant）的遇難也不曾

讓人分心。與此同時，「真正的新聞」

復活了，《財新》周刊、《人物》周刊、

《三聯生活周刊》等媒體以出色的現

場報導，贏得了前所未有的關注，人

們在閱讀、轉發之餘，既為報導裏人

物的不幸命運而悲傷，也跟隨着記者

的調查而努力拼出完整的時間線和責

任歸屬。

1960年代的越戰曾被美國人稱

作「第一場電視直播的戰爭」（the first 

television war），即時的電視報導第一 

次把戰爭的恐怖帶入了每個家庭，使

……盲目的獻身和本能的為善的時代已經成為遙遠的過去，而

自由、公共安寧和社會秩序本身通過啟蒙和教育可以實現的時代即

將來臨。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論美國的民主》（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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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千萬萬美國人對戰爭有了切身的感

受。今天對我們而言，同樣可以說，

新冠肺炎疫情第一次成為了一場「網

絡直播」的災難。災難的具體細節、

受害者和救助者的音容笑貌第一次即

時地、持續地展現在普通中國人的面

前，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力。人們

一下子感覺到自己和那些正在受苦的

人、那些勇敢付出的人之間沒有了距

離；很多人加入救助的隊伍，更多的

人則投入了就此展開的公共討論中，

表達他們的同情和哀痛，批評官僚的

遲緩塞責，其中既有學者、作家、詩

人、企業家、網絡名人，也有無數普

通人。近幾年公共生活的沉悶、虛

假，似乎在一瞬間被一掃而空。

對於社會的自我教育和進步而

言，一次敞開的公共討論勝過一摞教

科書。正是在這次疫情的討論中，我

們看到了媒體報導與公眾討論之間本

身可以有一種正向的反饋，看到幾十

年社會變遷所積澱的新價值在慢慢擴

展，展示出它的說服力量。放在當下

中國的輿論和政治環境下，這一點尤

其引人注目，讓人看到沉默的外觀下

一股無聲的潛流。

正是有感於這一點，筆者不揣冒

昧，在討論還未完全落幕之際，急切

地想把自己觀察到的和強烈感覺到的

那些新趨向、新價值勾勒出來，闡明

它們的意義，希望藉此有助於揭示我

們從何處來，是何人，到何處去—— 

而這些正是近幾年裏讓我們感到迷惘

和焦慮的所在。

一　平民主義視角

久居中國大陸的人士不會注意 

不到，每當新聞裏報導一些不幸或災

難時，往往會對受害者的某種身份特

質予以特別強調，比如強調他是大學

生甚至名牌大學生，或者是白領， 

凡女性就寫成美女，等等。這似乎在

暗示某種社會風尚：不幸本身並不足

以打動人，只有借助外在條件的反差

才能打動人。於是在2003年發生的

孫志剛案中，我們看到受害人的大學

生身份得到了反覆的強調，這在當時

對輿論的動員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這樣做未嘗不是一把雙刃劍，它 

在有意無意之間，將社會等級結構 

留下的烙印帶入了對不幸的關注和 

同情中。

然而，在這次疫情的媒體報導

中，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呈現出前所未

有的平民性。苦難不再被分成等級，

普通人的不幸同樣被有尊嚴地記錄

着。疫情中並非沒有名流精英去世，

但無論是媒體報導還是在讀者的反應

裏，都會痛惜由此造成的損失，而哀

悼的心情並未因此有別。同樣，電影

導演常凱的不幸之所以讓人特別銘

記，也與他的導演身份無關，而是他

的遺言及其家庭遭受的不幸讓人難以

釋懷。

新浪微博網友「瑪麗蓮夢六」於 

2月9日寫下的一條微博，是這種平

民性的最好見證：

那個坐在陽台上敲鑼鳴病的人。

那個深夜追着殯車淒厲地喊着

「媽媽」的人。

那個在一千人共用一個衞生間的

隔離所看《政治秩序的起源》的人。

那個開着貨車在高速路上流離失

所沒有歸處的人。

那個坐着死去被家人抱住頭等待

殯葬車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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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研究筆記 這位作者如詩句般列出的，幾乎都是

疫情報導中提到的無名無姓的普通

人，可正因為是普通人，對我們的情

感產生了更深、更純粹的衝擊，讓我

們感到這場災難的無情與嚴酷，感受

到人的無助和脆弱，而我們自己就可

能是他們中的一員；身世、職業變得

無關緊要。可以說，平民主義視角在

這裏即意味着一種生命的平等觀，它

反對把生命分出高低貴賤的等級，這

一點在這次公共討論中得到了廣泛的

呼應。

平民性不僅體現在苦難的見證

中，也體現在志願行動和救助服務

中。這次媒體和網絡的抗疫報導，除

了醫護人員是理所當然的主角外，還

把大量的篇幅給予了那些平時並不起

眼、甚至受到歧視的行業中人，比如

出租車司機、外賣騎手、快遞員、殯

葬工，等等。於是我們知道了「搞定

金銀潭醫院護理難題」的快遞小哥汪

勇，在大年初一將十萬隻口罩運往疫

區武漢的貨車司機王慎才，為留守武

漢的孕婦提供緊急援助的志願者海豚

及其團隊，還有不幸去世的志願者何

輝⋯⋯不僅武漢媒體和本地人在採

訪和記述中表達了對他們的由衷感

激，遠方的讀者也同樣意識到，正是

這些普通人的責任心和好心腸，才在

艱難時刻維持着瀕於崩潰的城市秩

序，減緩了災難對人們的衝擊。

平心而論，這樣一些人士即使出

現在正常時期的媒體報導裏，也不會

引起我們過多關注。畢竟，通常人們

都按階層和圈子生活，一個外賣員、

一個服務員遇到的生活上的煩心事、

情感上的苦惱乃至悲傷，自然與知識

份子圈、商業精英圈的所思所感距離

很遠，很難得到共鳴。唯有這次疫情

帶來的生死考驗，忽然之間跨越了階

層的隔閡，構成了共同面對的生活背

景，從而讓我們願意關注並理解普通

人的感受，看到彼此的息息相關。換

言之，我們發現了彼此都是人，而且

相互依存。

在這一點上，圍繞本次疫情的報

導和討論給人留下了最為深刻的印

象。它讓愈來愈多的人萌生了這樣的

意識：我們的平安、我們的正常生

活，是那麼依賴於這些普通勞動者的

忠於職守，依賴於他們的善良、同情

以及特殊時刻的自我奉獻。在危機中

我們領悟到，這些才是社會運行的基

石，而絕非某種政治力量。

略顯悖謬的是，在共和國的早期

階段，教科書裏曾經書寫着一種字面

含義相近的「平民主義」，但它的基

石是否可靠，在多大程度上轉化成了

人們的深層信仰，卻十分可疑。至少

我們見到的是，隨着舊的精神秩序的

解體，鐘擺迅速擺到了另一極；而且

它擺得如此極端，最終出現了筆者在

前面提到的怪異現象：同是苦難，卻

會因為受難者外在身份的差異而在人

們心裏產生不同的分量。這真是辯證

法所說「物極必反」的絕佳例證，而

社會在這種劇烈的擺動中並未找到 

方向。

社會的健全發展需要探尋一種新

的平衡，而不是擺向從前的任意一

極。這種平民主義的意識也許只是剛

剛萌芽，卻是社會當下病症的一種解

藥，代表着社會自我矯正的趨向。

二　新的英雄主義

在這波由疫情引起的公共討論

中，還有一個令人矚目的特點，就是

傳統的英雄主義宣傳模式受到了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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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質疑，人們在一種新的基礎上擁抱

英雄主義。這一觀念的改變最能揭示

伴隨社會轉型所發生的價值變遷，讓

我們看到新的價值已經散播到社會的

眾多角落，並在公共討論中顯示出強

大的力量。

塑造英雄一直是紅色宣傳的一大

特色，通過把權力集團所倡導的價值

賦予英雄人物，從而為全社會確立一

套行為規範和價值準則，這種做法對

於論證體制的合法性、激發大眾的認

同有着顯著的好處。從革命戰爭年代

的張思德、董存瑞，到後來的雷鋒，

各個時期的英雄可以列出很長的一串

名單，他們在媒體宣傳中展現出一些

共同的特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任

勞任怨無私奉獻，而且完全服從組織

安排，不討價還價。在這些特質的背

後，則是一種與意識形態完全合拍的

英雄話語，隨時準備為理想、為神聖

的事業而獻出那個微不足道的小我。

這樣的英雄形象在我們的社會文

化、尤其是官方文化中，留下了很深

的印迹，至今猶然。所以在新時期的

抗洪搶險、地震救災以及撲滅大火等

行動中，官媒對英雄人物的宣傳仍然

大致沿襲這一套路。然而，它已不能

如舊時那樣打動人心，因為安全、家

庭等市民生活的價值愈來愈為人們所

珍視；人們或許自己做不到勇敢、無

私，卻能恪守「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的黃金律，也不期望受惠於別人的徹

底無畏、無私。他們更願意在平等互

助、尊重權益的基礎上來接受和讚美

英雄行為。

這次疫情從一開始就顯示出了這

種差異：第一線的參與者不像往常那

樣以軍人、消防員或群眾為主體，而

是代之以醫生、護士這樣的職業人士

群體。對於他們，無論是媒體還是社

會大眾在心理上都有了悄然的變化。

人們沒有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傳統

標準來要求他們；相反，認為應該傾

聽他們的要求，盡可能解決他們遇到

的難題，而不是理所當然地以「不怕

苦」的名義要求他們做出犧牲。這次

為女性醫護人員提供安心褲的「姐妹

戰疫安心行動」就是一例，這是一個

以前從未進入人們視野的生理細節需

求，在政府未及回應時民間人士就主

動發起行動，解決了難題，緩解了她

們的不便。

同樣，人們對偶爾出現的「流產

十天後女護士重回一線」、「女護士懷

孕十個月仍堅守在戰疫一線」之類宣

傳，也紛紛表示反對，即使在危機之

中，人們也不願意無原則地讚美犧牲。 

一線醫護人員並不因為貼上「英雄」

的標籤就應該捨棄一切，他們的安危

和權益同樣應該受到充分考慮。甚至

像女性醫護人員剃不剃光頭這樣的事

情，也要考慮是否必須，是否尊重當

事人的意願。所有這些態度都迥異於

從前。

隨着抗疫過程中一線醫護人員的

高感染率的曝光，殉職者日漸增多，

社會要求保護好醫護人員的呼聲愈來

愈高，最後政府官員也向這一潮流做

了讓步和回應，公開表示要保障醫護

人員的休息和健康，不提倡「英雄主

義」——這裏顯然指的是那種舊式的

英雄宣傳話語。從公共文化的變遷來

看，這一表態不能不說具有某種標誌

性的意義。

同樣具有標誌性意義的還有上海

華山醫院張文宏醫生風靡一時的金

句。他利用抗疫的有利時機，也利用

自己的專業地位，極富策略而又旗幟

鮮明地為醫護人員發聲。他在採訪中

提出，不應該把醫生當作工具，對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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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研究筆記 生的關心應該體現在為他們提供 

更好的保障上，「醫生應該有免於受

傷害的權利」。他甚至提出，「沒有防

護，你可以拒絕上崗」。這些話為他

贏得了一片喝彩，究其實質，就是社

會業已變化的價值觀經他之口做了理

直氣壯的宣示。

在抗疫過程中，一位甘肅援鄂護

士以筆名弱水吟發表了一組詩歌，其

中一首寫道：

口號是你們的

讚美是你們的

宣傳、標兵，都是你們的

我只是在執行崗位職責

做一個醫者良心的拯救

常常，不得已赤膊上陣

生和死來不及選擇

真的沒有甚麼高大上的想法

……

在新價值觀下成長起來的人們，雖然

頂着英雄之名，卻絲毫不迷戀它的光

環，也不習慣於它的豪言壯語；他們

能誠實看待自己的境遇，也不推脫生

活和職業所加於他們的責任，並願意

為此承擔種種後果。我們可以說，這

是一種新的、更真實、更切近生活的

英雄主義，它正扎根於社會的土壤

中，愈來愈顯現它的力量。

這樣的英雄主義會給社會帶來 

甚麼改變？不妨借用一下法國思想家

托克維爾的話，它將「不要求人們發

揮偉大的獻身精神，只促使人們每 

天作出小小的犧牲。只靠這個原則還

不足以養成有德的人，但它可使大批

公民循規蹈矩、自我克制、溫和穩

健、深謀遠慮和嚴於律己」。在它的

支配下，「無疑不會出現太多的驚天

動地的德行。但我也認為，到那時

候，怙惡不悛的歹行也將極其稀少」， 

因而，它是「最符合當代人的需要」的 

英雄主義。所有這些引語都出自托克

維爾對美國民主時代新興的倫理原

則——「正確理解的利益原則」——

的分析，放在這裏形容新的英雄主義

十分妥帖。

三　只有痛苦是真實的

在這次疫情的報導和討論中，還

有一個醒目的特點，就是對痛苦的展

示。這脫離了常規，甚至有時給人一

種管制放鬆的感覺——當然不是真

的有意放鬆，而是因為災難到來後，

出現了一個管制者無法涵蓋的、對 

大眾又極其重要的新領域：對痛苦的

表達。

蘇聯時代曾有個政治笑話，說美

國人和蘇聯人在爭論亞當、夏娃到底

是哪國人。美國人說當然是我們美國

人，蘇聯人說不對，是蘇聯人，他們

沒吃的沒喝的還要告訴人們自己生活

在天堂裏，這不是蘇聯人嗎？正如這

個笑話所暗示的，在新建成的天堂

裏，是沒有痛苦這種人類體驗的，它

只有好與更好的矛盾。即使偶有痛

苦，很快也會被領袖的恩情和黨的關

懷抹平，不會持續存在；持續存在的

痛苦是對它所允諾並實現的美好生活

的全面否定。

所以，在新社會被展示的，永遠

只有各種真實的、誇張的和虛假的幸

福；痛苦——如果有的話，只屬於敵 

人，我們不需要去體驗深刻的痛苦。

即使是死亡，值得進入公共言說的也

只有兩種：或是偉大光榮的死，重於

泰山；或是渺小可恥的死，輕於鴻

毛。這兩種死都有教育意義，有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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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共和國需要的民眾。至於生老病

死所激起的哀痛，則不應過多渲染，

尤其不值得進入公共論壇，因為它會

挫傷人們的情緒，帶來消極影響。

在疫情期間，恰好有一位長期從

事宣傳工作的人士專門發文，談到這

個問題。他對很多作家、知識份子在

疫情中的寫作和表現不滿，稱他們

「不是用自己手中之筆支持國家的抗

災大事，而是在哪兒拼命傳播恐怖、

擴張恐懼、製造謠言，甚至大寫死

亡，寫火葬場，寫遇難者的心碎的哭

喊。⋯⋯只要看了這個場面，武漢，

這個抗疫大戰的英雄城市的形象就立

刻會蕩然無存。你就會感到恐懼，感

到害怕，感到絕望」。這樣的論調在

這個時代很難獲得同情的回應，但它

其實代表了一種曾經主導公共生活的

聲音。它試圖重建過去的霸權，卻沒

有想到，它的失敗正緣於此：因為這

無異於把人類生存體驗中的一個重要

部分摒棄在外。當社會面臨如此巨大

的災難，人們真實地感受到悲痛、恐

懼、無助而需要表達時，它甚麼都不

能提供，人們自然會去尋找替他們表

達的聲音。

這就像新社會長期摒棄那種所謂

「格調不高」的市民文化，結果造成

了它在這方面的完全空白。所以在體

制還未轉軌時，鄧麗君就已經悄然流

行，等到日本電影《追捕》、金庸小說 

洶湧而來，它就潰不成軍了——它

的意識形態摒棄現實的痛苦，這導致

了同樣的問題。

這次疫情還有一些特點，使得痛

苦的表達顯得尤為迫切。首先是它的

長時間延續性，像汶川地震、天津港

爆炸都在一瞬間完成了傷害，作為新

聞少了持續的衝擊力；其次是武漢的

中心城市地位，使得封鎖消息變得困

難；最後是疫情的擴散性讓人人都感

受到威脅，不能置身事外。所有這些

特點使得痛苦的情感奔湧而出，而針

對痛苦的維穩無法在當下展開。

當聽到女孩哭喊「媽媽」的聲音，

看到妻子悲慟地送別丈夫殯車的鏡

頭，這種真實的痛苦錘擊着我們， 

使旁觀者不再是旁觀者。在痛苦中，

我們感受到了真實的自己的存在，也

感受到一個未被污染的公共空間的 

存在。

這正是痛苦的力量所在，也是它

作為紐帶的意義所在。可以說，我們

通過共同感受痛苦，共同哀悼李文亮

醫生而連接成為一個道德共同體，克

服了平時的漫無目的、分崩離析。未

來當我們遇到陌生人，談論起2月6日 

晚上感到的悲痛，我們就可以知道，

彼此是同類。

四　結語

筆者這裏只是記錄下在這場疫情

的討論中，自己所觀察到、所強烈感

覺到的東西。至於它們在多大範圍內

存在，這些新因素多大程度會繼續生

長，未來的人們在回顧今天的時候是

否會將社會的拐點歸結到此刻，只有

留給時間去做結論了。

至於未來，筆者唯一可以確信的

是將會有兩類人：記得今天這一幕的

人，以及把這一幕或遺忘或塗上各種

油彩的人。

謹以此文獻給李文亮大夫。

林　猛　北京師範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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